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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地方经济 促进特色农旅

中吉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近 年 来 ，在 中 国 与 吉 尔
吉斯斯坦高水平双边关系引
领 下 ，两 国 经 贸 合 作 发 展 迅
速 ，在 经 贸 、能 源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互 联 互 通 等 领 域 取 得
了一批重要合作成果

中国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国。2018 年，中吉
双边贸易额超过 56 亿美元，同建交之初
相比增长超过 150 倍。中方累计对吉尔
吉斯斯坦投资近 30 亿美元。未来中吉经
贸合作进一步提质增效前景光明、潜力

巨大。
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一直是制约中
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经贸合作
的瓶颈。2018 年 2 月 25 日，中国—吉
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际货运道
路正式通车，将三国间货物陆路运输时
间由 10 天缩短到 2 天，随着与之配套
的全球性货物运输海关通关系统在边境
开通，中吉两国陆路通关的便利性得到
显著提升。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吉尔
吉斯斯坦第二条南北公路项目正稳步推
进，建成后将成为吉最现代化的公路，
极大地改善吉公路网连通不足状况，对
便利吉南北往来、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此外，中吉两国还在合力
推动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农业灌溉
系统改造等一系列项目，进一步促进吉
改善民生、夯实合作基础，提升发展
潜力。
吉尔吉斯斯坦产业以农牧业为主，
对 中 国 家 电 、服 装 等 商 品 需 求 量 非 常
大。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结构升级，
对产能需求稳步增长。在 2017 年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
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共同推动产能

吉谋求高质量经济发展

廖伟径
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的谅解备忘录，目
前已有 400 余家中国企业在吉投资兴
业，两国在钢铁、水泥、铁路、建材等领域
产能合作亮点频现，有力地带动了吉尔
吉斯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流动，拉
动就业和税收，并延伸到各个产业链。
与此同时，在两国政府关于毗邻地区合
作规划纲要的指引下，中吉地方合作势
头强劲，双方在纳伦州阿特巴什区、奥什
州阿莱区建立商贸物流中心等设施。多
个地方合作项目也正在积极推动中，楚
河州与湖北、宁夏、陕西、四川等地建立
了良好合作关系，奥什州积极与新疆、甘
肃、广东等地“结对子”。在经贸合作领
域，吉尔吉斯斯坦自中央到地方都非常
积极踊跃。
吉尔吉斯斯坦的绿色农副产品广受
赞誉，以往这些优质产品大多销往独联
体地区，路途远、成本高，中国在地理位
置上与吉尔吉斯斯坦相邻，又有广阔的
市场空间，因此农业合作被吉尔吉斯斯
坦视为极具潜力的新兴领域。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府对外政策部负责人丹尼亚
尔·瑟德科夫表示，中国需要优质干净的
绿色农产品，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

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做好了准备。吉尔吉斯
斯坦经济部透露，两国政府正在准备有关
对华出口农产品的协议，涉及猪肉、面粉、
蜂蜜、水果、奶粉等吉尔吉斯斯坦名优特
产。未来，中方可在农业技术、农业加工等
方面给予吉方有力支持，从而实现农业合
作的双赢局面。
此外，吉尔吉斯斯坦因其美丽的自然
风光被称为“中亚小瑞士”，拥有“中亚明
珠”之称的伊赛克湖是世界第二大高山湖，
湖水碧蓝，空气清新。位于比什凯克以东
的碎叶城是古丝路上的著名遗迹。吉尔吉
斯斯坦丰富的旅游资源尚“藏在深闺人未
识”，可以预见，随着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
切，中国游客赴吉旅游极富潜力。
“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以往难
以逾越的艰险之路，今天已不再是中吉两
国人民的阻隔。在中吉贸易额连创新高之
际，也应该看到两国在优化贸易结构、改
善投资环境、激活民间投资热情等方面仍
有诸多努力空间。唯有“知不足”，方能
“不知足”，中吉两国在深化经贸关系的道
路上，有坚实的双边关系保障，有深厚的
民意基础推动，合作大道必将越走越
宽广。

比什凯克掠影
图①

比什凯克是吉尔吉斯

斯坦首都，也是该国政治、经济、交
通 、科 教 及 文 化 中 心 。 图 为 该 市

本报讯 记者李遥远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
委员会近期公布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份至 4 月份，吉
GDP 达 1496 亿索姆（约 21.4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
总体表现好于外界预期。得益于库姆托尔金矿产量提
升，前 4 个月吉工业表现突出，产值达 840 亿索姆（约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加大资源勘探力度、保障传统重要经济领域发展
的同时，吉政府近年来也在加快制定新经济战略，以谋求
更高质量发展，特别是重视发展地方经济。根据吉政府
评估，吉超过 60%的生产企业集中在楚河州和比什凯
克。针对这一问题，继 2018 年将地方经济发展确定为国
家经济中期发展优先方向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
科夫今年初签署的《关于宣布 2019 年为地方发展和国家
数字化年》总统令再度将地方经济发展列入国家经济发
展规划。根据该总统令，吉将通过修订税务法令为地方
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在增加地方政府税收分成基础上，为
地方政府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制定发展计划，加强资金引
导，以使地方获得更多发展资金，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
近年来，吉农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政府努力推动
扩大果蔬等农产品种植规模，向农民提供优惠贷款，使得
产业发展初见成效。2018 年新增耕地面积 7000 公顷，
农业产值同比增长 2.7%，对 GDP 贡献率达 12%。为进
一步鼓励和引导企业扩大农产品生产，提升出口竞争力，
吉政府近期还推出了免除农产品出口企业增值税、销售
税、所得税及财产税等新政策，其中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
可享受减免 80%增值税的优惠条件，地方农机站、物流
中心和农业合作社等也可获得相应税收优惠。
吉尔吉斯斯坦拥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民族文化和
壮美的自然风光，但囿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国际知
名度不够等现实因素，始终未能充分挖掘资源潜力。近
年来，吉政府对旅游业发展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并视其为
经济新增长点。继推出电子签证系统等签证简化政策
后，今年 1 月底，吉政府批准通过了《2019-2023 年吉尔
吉斯斯坦旅游业发展规划》，要求通过加速推进旅游业相
关法律保障、继续简化外国游客入境程序、加大吉国家旅
游品牌在国际市场推广力度等手段，实现未来 5 年旅游
业发展既定增长目标。
日前，吉总理阿布加济耶夫再度表示了对国家旅游
业发展的信心，认为旅游业不仅能为国家带来收益，还
将帮助各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同时也指出旅游业发展
必须要按照全新标准统筹规划，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探
索旅游业发展新方向，使用先进商业手段，尽可能发挥
旅游资源潜力。

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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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在一家颇具

吉民族特色的羊毛毡手工艺品店
挑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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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什凯克市中心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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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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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为吉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廖伟径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
“一
带一路”倡议因其开放性和互惠性已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支持。在中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吉
尔吉斯斯坦最早表态支持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
恩别科夫在今年 4 月份出席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指出，“一
带一路”倡议因其开放性和互惠性已在
国际上获得了广泛支持，他相信“一带
一路”建设将为所有参与国民众带来福
祉。在中吉两国元首关心和引领下，共
建“一带一路”已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根
发芽，结出累累硕果。
吉尔吉斯斯坦具有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吉尔吉斯斯坦
地理位置重要，作为内陆国家，吉尔吉斯
斯坦东与中国有 1000 多公里共同边界，
向北通过中吉哈公路进入哈萨克斯坦，向
南向西通过中吉塔公路和中吉乌公路进
入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路向西
经里海可到达欧洲，是“一带一路”上的关

吉两国元首关心和引领下，共建“一带一路”已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根发
芽，结出累累硕果
键枢纽。另一方面，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已成为吉全国上下的广泛共识，吉各界视
共建“一带一路”为促发展、谋合作的历史
机遇。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尔滕娜依·
奥穆尔别科娃对经济日报记者表示，吉中
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形式
丰富多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吉的正
确选择。
吉尔吉斯斯坦愿搭上“一带一路”建
设的顺风车。热恩别科夫总统多次表示，
吉方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视其为推
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将为两国
合作开辟广阔前景。一是实现发展战略
对接，吉中两国元首已就“一带一路”倡议

同《吉尔吉斯共和国 2018—2040 年国家
发展战略》对接达成共识，此举无疑将不
断深化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助力两国各
自发展和共同繁荣。二是实现基础设施
联通，吉尔吉斯斯坦热切希望推进中吉乌
铁路建设，进一步发挥其国际物流枢纽的
地域优势。曾参与相关谈判的吉前总理
捷米尔·萨利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是一
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如果能够得以尽快实
施，吉尔吉斯斯坦的过境国优势将更为明
显。三是实现经济创新发展，热恩别科夫
总统表示，吉将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数
字丝绸之路”，希望以此为契机解决数字
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数字

化程度不高、数字产业和贸易竞争力较弱
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带动绿色经济、生物
工程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创新发展，实现产
业升级。
近年来，
“ 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热度持续走高。今年 5 月份
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上，俄罗
斯总统普京表示，中国是欧亚经济联盟
的战略伙伴，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应与“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好。热恩别科
夫总统认为，现在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
正在向亚洲转移，
“ 吉尔吉斯斯坦有其独
特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我们是中国的
近邻，另一方面，我们是欧亚经济联盟成
员，我们准备成为连接这两个全球性经
济区域的桥梁”。
毋庸置疑，
“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日益得到吉尔吉斯斯
坦人民的认可和赞赏。当地人常说，吉中
两国既是远亲，又是近邻。
“ 一带一路”像
根无形的纽带，在它的维系下，亲帮亲、亲
更亲，邻帮邻、邻更近。

李遥远

“等我攒够钱一定带孩子们去中国看看！”一位吉尔
吉斯斯坦当地司机激动地向记者吐露心声。在从玛纳斯
机场到比什凯克市区的路上，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司机
大哥滔滔不绝，从高度认可中国发展成就，到为中国人智
慧“点赞”，再到表达对中国的无比向往，让记者在踏上这
个中亚国度伊始便感受到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真挚和
友好。
中吉自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曾几何时，在古
丝绸之路上，声声驼铃和袅袅炊烟见证了双方人民间结
下的深厚情谊；多年之后，这份历久弥新的情谊化作两国
人民友好交往的天然情感纽带，不断将两国人民的心越
拉越近。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战略研究所曾在 2017 年作
过的一份针对吉 18 岁至 28 岁青年关于“与吉最友好的
周边国家”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在吉尔吉斯斯坦青
年心中最友好的周边国家之一。
随着中吉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向前推进，双边经贸
合作蓬勃发展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在不断加深两国人
民对彼此了解的同时，也带动吉国汉语人才需求迅速走
高。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的 4 所孔子学院以及下
设 20 多个孔子课堂成为吉国学生汉语启蒙的重要平台，
日常接受汉语教育和培训的吉尔吉斯斯坦大中学生超过
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学习中文不仅是新时尚，还意味
着更多发展机会。
位于比什凯克市玛纳斯大街 61 号的中亚首家中文
书店有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尚思”
（俄语音译），意思
是“机会”。记者了解到，这家自 2017 年 10 月份开始运
营的书店已成为比什凯克最受欢迎的书店之一。书店管
理员苏温每天都与数不清的汉语学生和中文爱好者打交
道，一路见证着这股持续升温的“汉语热”。据他介绍，当
地汉语学生是书店的常客，对中国感兴趣，渴望通过阅读
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和哲学的人越来越多。比什
凯克另一家中文书店——中原文化交流中心同样也成为
当地汉语爱好者经常聚会的场所。中原文化交流中心负
责人邓皓表示，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当地学生、喜欢中国文化的社会人士都爱来这里看书、喝
茶聊天、交流学习心得。
曾经长期在高校工作并常与汉语学生们打交道的尤
苏波夫对记者说：
“ 我们的学生内心非常开放，十分乐意
接受中国文化，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对我们的学生有着强大吸引力。”尤苏波夫表示，自“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对“一带一路”研究热
度不断上升，他所负责的吉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便因
此应运而生。对尤苏波夫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
深入研究“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同时积极与中国高校开
展务实合作，共同助力两国合作。
除“汉语热”外，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商品热”同样
令人印象深刻。价美质优的中国商品在吉非常畅销，比
什凯克市内主打中国商品的国英商城内，络绎不绝的当
地民众是消费主力，中国百货商品早已融入他们的生
活。市区各大商场都能见到华为、小米等中国手机品牌，
这些品牌也已逐渐成为当地人购买手机的优先选项。此
外，李宁等运动服装品牌正成为潮流时尚“新贵”，在吉尔
吉斯斯坦年轻人中拥有不少粉丝。

